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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国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金科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9,489,811,552.57 29,459,743,673.04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826,486,613.90 9,459,094,549.78 3.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4,710,531.80 124,513,483.77 257.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466,662,659.22 3,906,695,658.30 1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54,646,397.86 24,231,571.13 1,36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50,627,727.07 12,973,876.62 2,602.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68 0.30 增加 3.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2 1,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02 1,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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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909,206.96 

债务重组损益 24,9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070,533.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60,426.14 

所得税影响额 -1,005,329.21 

合计 4,018,670.7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5,54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40,830,765 21.51 80,521,862 质押 37,000,000 

国有法

人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

有限公司 
184,605,692 16.49  82,914,161 质押 116,1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信瑞丰资管－非凡

资产管理翠竹 13W理

财产品周四公享 01

款－上海北信民生凤

凰 13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32,786,885 2.93 0 未知 / 未知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6,393,442 1.46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3,892,373 1.24 13,908,373 未知 / 

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2,770,918 1.14 11,098,779 未知 /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1,887,261 1.06 0 未知 /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

组合 
11,098,779 0.99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9,333,442 0.83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湖北晟隆达科技有限

公司 
8,299,400 0.74 0 未知 /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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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308,903 人民币普通股 160,308,903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101,691,531 人民币普通股 101,691,531 

北信瑞丰资管－非凡资产管理翠竹

13W理财产品周四公享 01款－上海北

信民生凤凰 1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86,885 人民币普通股 32,786,885 

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393,442 人民币普通股 16,393,44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887,261 人民币普通股 11,887,26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333,442 人民币普通股 9,333,442 

湖北晟隆达科技有限公司 8,299,400 人民币普通股 8,299,40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198,242 人民币普通股 8,198,242 

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7,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2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成新

锐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77,599 人民币普通股 6,677,5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控股股东

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序

号 
科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1 衍生金融资产 - 908,338.07 - 
主要是上年末远期外汇

合约结算完毕所致 

2 应收账款 1,317,020,073.90  868,181,010.23  51.70 

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导

致应收款项规模增加所

致 

3 应收款项融资  564,903,987.89  878,777,908.49  -35.72 
主要是本期背书转让的

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  124,948,809.14   59,821,706.52  108.87 主要是本期增加预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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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及资产转让款所致 

5 使用权资产 7,291,666.67 - - 
主要是本期租用人才公

寓所致 

6 衍生金融负债  1,596,437.86   5,848.92  27,194.58 
主要是本期远期锁汇增

加所致 

7 应付票据  550,500,000.00  236,500,000.00  132.77 
主要是本期自开银行承

兑汇票增加所致 

8 合同负债  485,710,160.27  833,756,006.73  -41.74 
主要是前期合同预收款

本期结算所致 

9 应付职工薪酬  123,480,115.67  199,932,635.45  -38.24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

计提年终奖所致 

10 其他流动负债  63,142,320.83  588,047,148.10  -89.26 
主要是本期超短期融资

券到期归还所致 

11 租赁负债 7,500,000.00 - - 
主要是本期应付人才公

寓租赁款所致 

12 专项储备  12,155,397.91   8,273,753.52  46.92 
主要是本期计提安全生

产费增加所致 

（2）合并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序

号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3月，

元）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1 税金及附加  46,481,664.19   25,050,031.81  85.56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税金

及附加增加所致 

2 管理费用  60,406,190.33   39,946,605.13  51.22 

主要是去年同期受疫情

影响，相关费用开支减

少以及受政策优惠影

响，社保支出减少所致 

3 研发费用  108,736,130.72   45,362,477.41  139.71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

加所致 

4 投资收益  30,177,514.57   15,790,768.19  91.11 
主要是本期参股联营公

司盈利增加所致 

5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2,499,523.75   392,038.89  -737.57 

主要是本期远期外汇合

约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

失所致 

6 信用减值损失  -24,052,059.62   -10,124,137.03  137.57 

主要是本期末应收款项

规模增加导致计提信用

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7 资产减值损失  -762,242.38   -12,221,272.23  -93.76 
主要是本期存货减值损

失计提减少所致 

8 营业外收入  7,980,005.70   5,246,766.45  52.09 
主要是本期收到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9 营业外支出  14,157,477.10   2,155,871.51  556.69 
主要是本期对外捐赠支

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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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税费用  75,550,625.15   1,080,132.30  6,894.57 
主要是本期盈利能力增

强，利润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序

号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3月，

元）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44,710,531.80 124,513,483.77 257.16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

收回货款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8,958,160.62   -531,426,780.94  -66.32 

主要是去年同期存在

结构性存款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2,456,607.52   640,210,139.39  -178.48 

主要是本期归还银行

贷款及超短期融资券

所致 

4 

汇率变动对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516,721.08   431,632.18  251.39 
主要是汇率变动影响

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仲裁事项 

2019年3月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兴发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发香港”、“申请

人”）因广州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浪奇”、“被申请人”）合同违约向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提起仲裁。2020年6月30日，公司收到贸仲委下

达的裁决书【（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31号】，裁定：1.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9,368,760

美元；2.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利息48,934.78美元并从2019年1月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以

9,368,760美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的标准继续向申请人支付迟延付款利息；3.裁决被申请人补偿

申请人为本案支付的公证费、翻译费、差旅费人民币100,000元；4.裁决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为本

案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800,000元；5.本案仲裁费为104,563 美元，裁决由申请人承担41,825.20

美元，由被申请人承担62,737.80美元；6.裁决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临2019-025、临2020-046。） 

2020年9月27日，兴发香港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731号裁决，广州市中院根据申请冻结了广州浪奇在广州土地开发中

心的土地补偿款。随后，广州浪奇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四中院”）申请

撤销仲裁裁决，北京四中院于2020年12月24日下达裁定书驳回了广州浪奇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

之后，广州浪奇向广州市中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广州市中院于2021年3月12日下达裁定书，

驳回了广州浪奇的申请。目前扣除执行费后，本案执行到广州市中院账上的执行款为

72,472,327.86元。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广州华糖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糖公司”，广州

浪奇债权人）向广州市中院申请参与分配该案案件执行款，广州市中院已下达财产分配方案，无

剩余执行款分配给华糖公司。目前广州浪奇和华糖公司对执行财产分配方案均提出了异议，广州

浪奇同时对执行提出了异议，广州市中院正在处理中。 

（二）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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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年2月5日，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湖北兴瑞硅材料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吉星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联合下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将连续三年（2021年度至2023年度）

继续享受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02） 

2.2021年2月18日，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参与方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

昌兴发”）参与认购形成的限售股9,022,556股、参与方湖北鼎铭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形成的限

售股4,511,279股股票解禁上市流通，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由277,840,469股变更为

264,306,634股，公司总股本未因此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03） 

3.2021年2月22日，公司将2020年2月28日召开的九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2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剩余未归还的1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

及时将该事项告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临2021-004） 

4.2021年2月23日，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解质

和质押手续，本次解除质押股份1000万股，同时继续质押股份1000万股，本次解质及质押手续办

理完成后，宜昌兴发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70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15.36%，占公司总股份

比例3.31%。本次质押主要为满足宜昌兴发日常经营融资需求，其股票质押率目前处于合理水平，

相关质押风险可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10） 

5.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201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使用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中不超过7,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开

始计算。（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09） 

6.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

象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2019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中已离职13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00,000股限制性股票，并对回购价格作了相应调整。（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公告：临2021-007）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国璋 

日期 2021年 4月 29日 

 

 


